
資深人員感言 
叫我第一名－新忠農地重劃成果回顧 

專訪姚貽森、丁信功、張汆   撰稿者：陳麗梅 

農地重劃的形成，鄉鎮公所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們以

87 年度辦理的新忠農地重劃區為

例，來看公所在重劃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 

新忠農地重劃區的起點是和

美鎮代表會的建議重劃提案，當

時民政課課員姚貽森先生承辦此

項業務，為了讓農民了解重劃的

好處，他影印了上萬張的說明書分送里民，並召開多次說明會，但第

一次辦理意願調查各里幹事回報的成果卻不高。在民政課長丁信功

（現任和美鎮公所主任秘書）的支持下，公所定了意願調查回收率的

獎懲標準，達到目標數的里幹事予以嘉獎，反之則予以申誡；針對外

鄉鎮的土地所有權人則以郵件一一通知，並附送回郵，讓當事人直接

寄回。如此雙管齊下果然奏效，新忠農地重劃區的意願調查農民同意

比例達到 7 成，於 87 年度正式開辦。這麼負責充滿幹勁的主辦，時

年 60幾歲即將屆齡退休了，大家一定很驚訝吧！。 

 
和美公所民政課退休人員 姚貽森 

 
和美公所主任秘書 丁信功 



重劃區開辦了，公所的另一個

重頭戲「成立農地重劃協進委員會」

也要上場。和美鎮公所丁主任秘書

信功表示，為考量各區段的農民均

能有代表為其權益發聲，當時決議

重劃區內共有 7小段，每一小段產

生土地所有權人代表 1 名擔任委

員，其他名額則開放由全體票選，

在票選過程中發生土地在重劃區

外的農民參選，因丁主秘對地方非當熟絡，當場即發現其資格有問題，

限期要求其出具證明文件，最後對方果然無法證明，而撤銷其參選資

格。整個過程雖然公平、公正、公開，事後卻遭到檢舉說協進委員產

生有問題，經丁主秘詳細向檢察官說明推選過程，終於安然落幕，回

憶這一段，丁主秘說只要行得正，他不怕人調查。 

協進委員會成立了，開始審查農地重劃工程規劃及各項負擔，委

員們為了對地方交待，常常加碼要求增設農路或將農路改道，委員與

工程規劃單位常常為此吵起來。時任協進會委員的張汆（現任和美鎮

老人會理事長）回憶道：「我是在地人，當然對水流方向及地勢高低

比較瞭解，而卓主任（土地重劃工程局）認為他是專業技術，工程規

劃沒有問題，但我認為這樣規劃就是不行，所以兩個人開會常常大小

聲。」，這時調和鼎鼐工作就看主席的功力了，當時擔任主席的丁課

長，身段該軟時就放軟，但該下結論時也是很阿沙力的。紀錄姚貽森

提到：「課長是警察出身的，該下決策時很有魄力，我負責執行，而

他也很挺我，我們兩個配合的很好。有一次開會時，有委員帶了外面

的人來，當時主席讓他們表達意見後，就要求他們要立刻離席，會議

才能順利進行。」由於廣納各方意見，新忠農地重劃的工程完工後，

歷經多次颱風來襲考驗，皆能安然渡過，張汆委員很高興的說，這都

是當初排水工程規劃有採納他的意見，農民對重劃成果都很滿意。 

好的工程規劃、施工，執行力高的公所，熱心的協進委員、以及

公平的土地分配、正確的測量成果，加上地點適當，在天時地利人合

之下，新忠區抵費地第一次標售即造成搶標，為彰化縣近十年抵費地

標售賣的最好的重劃區，更獲得台灣省政府地政處考評為當年度農地

重劃全國第一名！ 

 
新忠重劃區協進和員 張汆 

 



災後重建 回顧嘉寶潭農地重劃 

專訪和美鎮農會理事 葉進海   撰稿者：洪中和 

民國 48年(西元 1959)8月 7

日到 9 日，台灣持續下了三天豪

雨，洪水如脫韁的野馬般四處為

虐，帶來空前嚴重的水患，這場

造成台灣人民生命財產慘重損失

的水災，就是台灣現代史上最著

名的「八七水災」，也是台灣光復

後第一次全國性的共同天然災難

記憶。 

面對千頭萬緒的災後重建工作，政府推出了「八七水災農地重劃」，

嘉寶潭農地重劃則是其中之一。時任重劃協進會委員的葉進海先生談

起往事，他說：「當時大肚溪堤防潰決，有 20多村民遭大水沖走而死

亡，大水將河川內之泥沙沖至該區，泥沙掩埋至 6 尺(將近 2 公尺)

高，導致嘉寶潭 50 多甲的土地界址無法辨別，產生界址糾紛，政府

為了解決問題，強制辦理農地重劃，這就是嘉寶潭重劃由來。」 

嘉寶潭區農路規劃設計為約 3 公尺寬，田地標準坵弄規劃為 25

公尺*60公尺，區內因為無公有土地，據葉委員表示該區土地所有權

人須負擔農水路用地高達 20%(即 1 公頃（甲）土地，須有 2 分土地

負擔公共設施)，故當時地主多所抱怨負擔比例太高反對辦理，不過

政府考量當時居民遭逢災難之情，重劃工程費用則是由政府全額負擔。

因為是災後重劃，區內堆積之泥沙並未移除，而是推平並做為路基，

重劃後土質因原有黏土質混合沖刷沙質，使得土地更適合耕作，農業

生產量大幅增加。 

葉委員說：「本區重劃前雖遭地主反對，抱怨用地負擔太高，但

重劃後耕作方便，交通便利，地主方知重劃之好處。」時隔 50 年，

當地農民仍對重劃成果予以讚賞肯定，為政府農地重劃政策推行成功

的最佳證明。 

 



農地重劃，農村改造的推手，改善農地整體環境 

專訪謝騰三、洪高治、陳諸讚   撰稿者：陳智皓 

在台灣從事農業的人口眾多，所以農業可視為台灣的根本，但台

灣由於土地狹小，造成許多農地呈現畸零不整，不利於耕作。農地生

產力無法提升，農民生活當然無法改善，因此政府在了解此一問題的

嚴重性後，在許多地區陸陸續續展開所謂「農地重劃」。 

「農地重劃」係指將一定區域內各宗面積狹小、形式不整或使用

分散之地坵、地塊，予以綜合整理，重新規定其地界，並改善其交通、

水利等，使成為合乎經濟使用之宗地，再以交換分合之方式，重新分

配予原所有權人之改善措施。 

彰化縣為農業大縣，因此在彰

化縣實施農地重劃的時間很早。民

國 82、83 年在芳苑鄉陸陸續續展

開路上南、北的農地重劃。前芳苑

鄉代表會副主席謝騰三表示：「重

劃細節需多單位配合協調；重劃道

路設計 7 米路，因實際民意為 12

米，差距 5米依規定應由公所統籌，

但配合款不足，後來結合民意代表、鄉公所及地政單位向中央爭取，

才予以解決。」 

農地重劃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農水路的規劃，規劃是否良好牽涉整

個重劃區的成敗，前重劃會委員洪高治先生表示：「農地重劃最重要

的是—農民耕田因農路規劃寬敞整齊可機械化、排水效果佳，不再淹

水，農作收成率相對提高。但必須

特別注意的是，地方區域排水也會

因重劃造成積水，例如:路上南重

劃，新街地區常年淹水問題解決，

但卻造成芳苑大排附近水患，所以

重劃區與重劃區間也須相互檢討

作全面規劃。」 

而路上南北重劃區係在前芳

苑鄉長陳諸讚先生手中完成，他回憶說:「該地區重劃面積將近 2000

 
前芳苑鄉代表會副主席謝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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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且重劃花費時間約 2年多。當時身為地方首長，不僅要落實競

選政見，更要依法行政，對於路線規劃、排水要堅持公平。因此引以

自豪是我沒半塊土地在重劃區內，秉持公平，以身作則。在籌劃重劃

時，曾有地方人士建言，鄉長第一任不宜辦農地重劃，因為爭議多，

再者成果看不到，不過為了地方建設、進步繁榮，依然堅持辦理。」 

重劃的成功，須由許多人努

力才能完成。前芳苑鄉長陳諸讚

先生回憶說:「重劃涉及農民權益

分配，因此在安撫鄉民及協調部

分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心力。而在

重劃期間由於工作繁複、多費時

波折，在期間一共換了 3 位地政

局長。」 

前芳苑鄉代表會副主席謝騰三表示:「路上重劃區考核榮獲全省

第一名，獲頒農民之光，這不僅僅表示重劃的成功，也代表重劃真正

對地區有所改善，人民也會對政府心存感念。」 
 

 
前芳苑鄉鄉長陳諸讚 (圖中) 



農地重劃工作重心－土地分配作業 

專訪巫仲、羅濟松、洪澄滄、林文新   撰稿者：王秋心 

農地重劃土地分配作業須將各個土地所有權人分散之土地予以

集中，並且考量原位次，還必須配合標準坵形，由於涉及農民權益，

土地所有權人均相當重視，也因此，辦理土地分配作業是農地重劃過

程中非常重要且艱鉅的工作之一。 

前二林地政事務所主任巫

仲表示，當時辦理 71 年二林廣

興、74 年大城建興及 82 年、83

年芳苑路上南、北等地區農地重

劃，工程規劃及測量工作分別由

省政府規劃總隊及其他 7個地所

測量人員支援，而土地分配工作

則由事務所負責，在土地分配作

業完成時，正式公告作業前，須

舉行公聽會，公開說明土地分配情形，聽取農民意見，此過程一般稱

為「假公告」，其期間約 2 週，未具公告效力，主要是將土地分配草

圖給農民閱覽，對於農水路規劃情形

及個人土地分配位置結果有問題者，

馬上提出來協調解決。有一次事務所

辦理「假公告」時，許多農民蜂擁而

至，查看分配成果，而某報社記者未

詢問原由，即刋登報導說民眾因農地

重劃到事務所抗議，巫主任當時任職

測量課長，馬上向該報社反映說明，

隔幾日後，該報社才又報導說事務所

辦理重劃很辛苦及農民相當重視關

心。 

當時擔任土地分配工作人員之

一－羅濟松先生，目前已退休，其表

示，重劃期間業務增多，天天忙到很

晚，倉庫都放置棉被，忙累了，就地

休息。記得當時工作沈重繁忙，甚至

會被威脅、被民眾追打，因此地政事務所內有約僱人員做到一半落跑。

 

前二林地政事務所主任巫仲(圖右) 

 
二林地政事務所退休人員羅濟松 

 
二林鎮公所前民政課課長洪澄滄  



亦曾有人開車到家中，一群人把我押住、雙手壓在後方，強塞紅包在

褲子，隔天就馬上交給政風單位，還因此記功獎勵。如此種種均顯示，

土地分配影響重劃後所帶來的利益很大，常有民意代表來關心，也有

民眾來請託，面對分配原則必須謹慎考量，而處理陳情事件必須軟硬

兼施，最重要就是依法行政、明哲保身。 

擔任 71 年廣興重劃區協進會召集人洪澄滄先生，時任職

二林鎮公所民政課課長，其表示：「初任民政課長時極為年輕，

負責召集農地重劃協進會，有關農地重劃各項作業不曾歷經，都是邊

學邊問來的。當時重劃分配作業，一般民眾無法得知訊息，有的民眾

深怕自己權益受損，包紅包請託的人很多，主要是想探知訊息，不過

站在行政機關的立場，均予以婉拒。記得當時曾發生農水路規劃圖遭

塗改情事，因而須上法院接受訊問，亦因為有依法行事，才能避免無

妄之災」。 

74年大城建興農地重劃，面積多逹 1900公頃，全台最大，共分

12 區，每個區有一位分配人員，擔任分配人員之一的林文新先生，

回憶當時，重劃期間業務繁重，由於重劃面積廣大，清冊及相關地藉

圖說資料龐大，所需備章、核章數量更為浩大工程，曾有蓋印人員蓋

到哭出來，因為手都蓋印蓋到起水泡。重劃公告確定後最為忙碌，因

為白天指界交耕，晚上加班算面積。

再加上建地減少部分，要找農地去補、

無地可補則用金錢補償，絞盡腦汁，

真是忙翻了。而分配業務最擔憂分配

墳墓地及無嗣地，俗稱的（迷信地），

爭議、協調特別難處理。再者，舊的

農水路轉向所多出的宗地也難予分

配，雖然有補助土方的款項，但由於

此類土地二、三年內難恢復生機、收

成欠佳，重一點的農業機械車下田時，亦容易造成地層下陷，每個土

地所有權人都避之危恐不及。 

重劃分配對土地所有權人影響甚大，包括：灌溉、排水、交通、

運輸以及地價。林文新先生說：「有土地所有權人怕被分配錯誤，還

跟蹤負責分配的同事到家裡，拜託不要分配錯誤」。羅濟松先生亦提

到：「當時有一宗南北向大約一甲地，土地所有權人堅持重劃前一塊

完整地，重劃後也必須一塊完整地，但該宗地中間有規劃農水路經過，

 
重劃資深人員林文新 



依法無法變更農水路，於是該土地所有權人就告上法院，是本人第一

次上法院，當時，父母親非常的擔憂，四處燒香拜佛。後來，帶著重

劃前後對照圖上法院，法官一對照無誤且依照法律規定按原位置分配，

才解決這項爭議案」。由此看來，農地重劃土地分配工作人員，背負

的壓力和責任很重。但是，這些幕後功臣均表示，也因為辦理重劃，

認識非常多的鄉民和朋友，至今逢年過節或是地方節慶都還會邀請去

聚聚聊聊。同事間在業務上患難與共、同舟共濟，培養出濃厚革命情

感，至今還相當懷念。 

巫主任表示，農地重劃土地分配工作好不好做，其實有没有用心

很重要，若能用心為農民著想，深入體察農民需求，嚴謹審慎處理各

項作業，爭議自然減少，過程亦將順利圓滿，百姓會有感受，會感謝

地政人員實際地幫他們解決問題，也會感謝政府的德政。 



農地重劃—二林地政之『59年永基重劃區篇』 

專訪退休人員 戴朝慶、重劃委員 詹清龍   撰稿者：林居正 

農地重劃的籌備及推動，需各方

面的支持和協調，上至中央下至每位

農地所有權人。由於面積廣大、行政

作業繁重、重劃工程浩大、分配作業

細靡，以及對於農民權益影響甚鉅，

因此當下推動備感辛苦，而地方首長

的意願更關係著重劃區的順遂和成功

與否。 

前竹塘鄉戴秘書朝慶回憶述說，

時任建設課長，當時重劃區內共分 2區推行，農水路規劃由規劃總隊

負責，而分配作業由現任王處長銀和統籌，王處長工作非常認真、打

拼，深受好評。 

再者，農地重劃後的效益及對農民無論是工作時程效率及生活經

濟的改善都帶來很大的助益，道路變寬，農具機械進入工作方便，以

利農田耕作機械化，大規模生產。再者，每宗田地皆臨路，中小型農

業用車可直接抵達標的地，運輸方便，提高生產效率，農水路規劃完

備，排水良好，使得地質變好，不再是以往俗稱的「軟地」，土壤性

質不再酸化，因而收穫增加、品質更佳，竹塘的「三好米」就是一個

例子，由於重劃後排水良好，地質亦隨之改良，因而能種植、培育出

品質優良的「三好米」。 

任何的政策總有未盡之處，農地重劃當然也有不完備的地方，就

如重劃後，由於農地最大面積為三分多，使得購買意願人無法一次購

買整宗大面積土地，從事大規模的機械化耕作以及由於農地重劃後，

農地只能作農業使用，因此無法引進工廠、留不住人才，使得竹塘鄉

整體經濟發展停滯許久。記得初至竹塘鄉公所服務時，當時總人口數

約 2萬 3千人，至退休時只剩 1萬 6千人，人口嚴重外流。 

 
竹塘鄉建設課前課長戴朝慶  



當時時任重劃區委員詹清龍(時任

鄉民代表)亦回憶述說如下：重劃後的

成果，農民慢慢感受良深，還後悔當初

道路規劃應需更寬大，即時犧牲一點自

己的持分也值得。當時，重劃區內農路

規劃得當，從以前牛車出入變成現在貨

車進出搬運收成皆便利。再者，現在從

自己院子出發到自己的耕作地都踩不

到泥土，農路鋪設相當完備而農地劃分

形狀方正並且皆臨路，耕作時，不像以往需跨越他人田地，造成他人

農作物受損以及減少糾紛，連噴農藥、施肥的排管線也因此減少許多

長度，節省一筆開銷，使得成本亦隨之降低；相對地，工作效率提高，

時間也省下不少。水路規劃方面：由於水路規劃順暢，大、中、小排

水道承接得宜，排水效果佳，土地土壤性質也變好，以往播種，施再

多的肥料也很難順利收成，如今年年收成，連早期難予根治，俗稱「貓

毛草」(毛毯草)也隨之消失無蹤。 

身為當時重劃委員，現回憶起來，覺得當時如不做，現在一定會

後悔。而時遷已久，想想能為後人做一點事，感到非常的心慰，能為

自己的地方盡一份心力。 

 

 

 
前重劃委員詹清龍  



公務生涯參與農地重劃之感想 

專訪退休人員 施江波、洪敦寬   撰稿者：

王建山 

施江波先生一生從事公務工作，

歷經 54 年埔鹽埤重劃區、57 年鎮平

重劃區、58 年大廉埤重劃區及 71 年

義和重劃區，當時陸續擔任過鹿港地

政事務所課員、重劃分配作業員、彰

化縣政府科員，並於擔任埔鹽鄉公所

財政課長時退休。 

早期辦理重劃，因當時尚未實施

電腦化，所有作業，皆需承辦人員一歩一腳印，拿著算盤分算地價、

農水路負擔、工程費用等，而一切之造冊需用複寫紙複寫數份，相當

辛苦，所以須具備相當之學識能力，才能勝任；且因為每一工作區及

每位所有權人之土地位次、地價情形大多不同，侷限於當時分配法令

較不嚴謹、案例亦不同，按農地重劃條例自民國 69 年 12 月 19 日頒

佈，若承辦人員操守偏差，為趕赴春耕土地分配公告，常造成土地分

配位置及界址測量爭議層出不窮，影響重劃之公平性。回想 54 年初

接觸農地重劃至 71 年埔鹽鄉全面完成重劃，期間承辦人員之選用及

學識能力、操守，皆有顯著之改進。 

由於當時農業機械化尚未普及，因此當時重劃後分配土地，尚由

土地所有權人以人力方式填平廢水溝及分配田坵高低土地之整地，到

如今進步到重劃工程全面以農業機械化一起施工方式截然不同，造就

農業及農村新風貌。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土地之分配時，規定乃由小面積土地

集中合併分配至大面積土地，此種模式，容易造成原共有土地所有權

人，即使持分條件相同，分配後面積位置大不同情形，造成質疑。但

整體而言，合併後大面積土地對往後機械化農耕仍有其正面意義。同

時大部分共有土地均能分配為單有，乃農地重劃最大的特色。 

重劃時農民的農地面積雖因扣除農水路、抵費地負擔而減少土地，

但因農水路之規劃完善，田間農路最小四公尺，最大農路七公尺，每

坵塊農路、給水、排水三要素皆完備，高低農地之整平、農地分配後

 
埔鹽鄉公所財政課前課長施江波 



方整便於機械化作業，價值反而增加，實乃重劃之所願見。 

58 年大廉埤重劃區永昌段記憶中發生一案例，因毗鄰所有權人

間交惡，導致一方質疑重劃分配成果，經封路、封橋抗爭，於原所有

權人去世後，其子孫繼續陳情、訴願、行政訴訟，歷經數十年，不僅

浪費行政資源，影響重劃時程及成果，並造成民怨，此非重劃之目的，

前車之鑑，可為後來辦理重劃之借鏡。 

早期農地重劃分配人員，訂有比照國家考試入圍制度集中作業，

乃為避免外界關說情事，並排除分配人員困擾，此乃一當時有趣之制

度。 

洪敦寬先生服務於台灣省彰化農田水

利會，參與過 71 年義和農地重劃區、76

年湖西農地重劃區工作，當時擔任彰化農

田水利會埔鹽及溪湖工作站站長。 

記得早期農地重劃農水路工程，大部

份均由彰化農田水利會所規劃、設計、施

工雖已分別施設，但未辦理圖籍分割及登

錄，造成管理上之不便，歷經彰化農田水

利會之數次反映，已於農地重劃條例頒定後實現，使重劃地區之三大

重大命脈-農路、排水溝，給水溝，能各有所歸屬，各有合適之機關

管理，水路如有出售時可做該區之改善工程費用。 

重劃地區水利工程之設計，以往皆須配合預算書之會審，會請農

田水利會針對農田之高、低地勢及枯水期、洪水期之水量計算數據提

供工程設計意見，使重劃之規劃能夠更完善，此種措施大大提高農地

重劃品質。 

早期重劃，有些地區全區全由農田水利會主辦規劃、調查，與現

今按農地重劃條例規定截然不同，此過渡措施，回想起來，以後歷史

將難以見到。 

歷經公務部門的淬練及農地重劃的洗禮，雖然已退休多年，但偶

一回想，此種情境與歷練，與年輕時當兵歲月相較，同為人生一大值

得回味之時光。 

 
退休人員洪敦寬 



湖西農地重劃甘苦談 

專訪湖西重劃區重劃委員 楊友吉   撰稿者：王建山 

76 年溪湖鎮湖西重劃區，辦理

完成至今已 20 來年，當時我擔任重

劃委員，回想當初，種種酸、甜、苦、

辣滋味，盡在不言中。 

農地重劃工作千頭萬緒，從重劃

區選定、意願調查、整體規劃、界址

測量、地籍調查、土地分配、工程施

設等工作，若非有一群苦幹實幹的工

作人員及熱心協助的重劃協進委員通力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重劃之分配工作不好做，因法令規範不甚明確，遇有裁量空間事

項，土地分配人員，動輒得咎，常造成誤解。需要調解人會同至現場

協調，免因所有權人對分配之土地不服而造成肢體衝突，這些無名英

雄實乃為重劃成功之關鍵。 

重劃分配之土地，除非毗鄰交通要道，否則配合農水路之施設及

坵弄之釐整，重劃後各區位之價值其實差異不大，人生海海，沒什麼

好計較的，但是就是有人看不開，這也是農地重劃難做的地方。 

記憶中湖西重劃區之工程，多災多難，因包商施工不力、工程延

宕、負債落跑、工程解約、重新工程發包，導致工程嚴重落後不說，

連帶拖累測量疑義案件遲未解決，且分配作業跟著虛耗，能將本區整

體作業依序完成，已算是天大的福氣。 

中興段之測量及分配工作，以臨時約僱人員擔任，有濫芋充數情

形，因素質學養較不足，有一位於土地分配前無故離職，幸有詹傳旺

先生授命以赴，使該區土地分配能順利完成，亦導致當時一些重劃成

果，農民有所爭議。 

重劃工程之施工，因考量農作，需趕赴農民隔年之春耕時程。本

區工程，因包商倒閉，致工程延宕一年多，導致農民未能來得及春耕，

且當時並未有補償措施，造成多起農民以鐵牛陣隊伍至縣府及省政府

抗爭之情事，致重劃工程費用遲未開徵，回想此亦為另一種補償措

施。 

 
協進委員-楊友吉 



重劃當時抵費地之分配，常折衷分配於重劃委員土地旁邊，為免

落人口實，我當重劃委員時，斷然拒絕將抵費地分配於我的土地旁邊，

驀然回首，晚上睡覺前，摸摸良心，我應沒有對不起重劃，更沒有對

不住湖西重劃區的農民。 



團結一心的義和農地重劃協進會 

專訪義和重劃區重劃委員 施再發、施錦河   撰稿者：王建山 

時光飛逝，轉眼已近 30年，我

們義和農地重劃區這些重劃委員大

多已耆耆老矣，回想當初，本區共

選出當然委員及選舉委員共19人，

除了當然委員由相關承辦單位官員

暨村里長擔任外，亦有大地主數人

參加，其他乃為選舉委員。 

民國 71年義和農地重劃區，為

埔鹽鄉第四次辦理農地重劃地區，因增設農路及部分鄉道截彎取直，

並配合埔鹽鄉內主要道路而四通八達，可以說是當時全縣道路最暢通

之鄉鎮。 

回想剛要辦理義和農地重劃意願調查時，因當時作業程序辦理

之順序，應有 80%土地所有權人數之同意，方得優先辦理。記得第一

次辦理重劃意願調查時，因同意參加農地重劃人數比例未達標準，

致使彰化縣政府原先並未核准優先辦理，後經相關地方人士暨土地

所有權人各方奔走、陳情至前台灣省政府，並經廣為宣導暨說明後，

再次重新辦理意願調查後，才順利達到辦理門檻，納入當年度優先

辦理農地重劃之列。 

民國 60、70年代，前台灣省政府李登輝主席致力推行農業八萬

青年大軍下鄉服務，並推行農業機械化作業。造就本區全區皆以機

械化作業模式，來實施整地分配暨工程施設，因此大大提高本區工

程品質。 

本區為配合開發當地村里交通，原預計開闢數條寬 12公尺之農

路，其用地由農民提供，工程費請政府增撥。後經參考多方意見並

考量與現行規定不甚符合情形下，僅修築一條寬 12公尺之農路，此

為農地重劃當初最寬之農路。 

記憶中當時前台灣省政府李登輝主席曾親臨視察，並有國外農

業主管機關組團至本區觀摩農地重劃工程規劃暨測量、調查、分配

實務，此為農地重劃之一大成就。 

 
重劃委員施再發(左)、施錦河(中) 



義和農地重劃區由以往農田水利會辦理方式改為重劃工程總隊

主辦，因農地重劃條例規定水利用地一律按規定實施抵充，雖因農

田水利會陳情異議，在當時重劃委員齊心一致下，農田水利會僅能

無奈同意依法抵充，此乃本區重劃後抵費地增加、標售案件增加之

主因，亦使得重劃區後續整體經費相對提高，對後續工程建設所需

經費，挹注不少。 

本區的辦理有一件較不順遂的事情，為鄰近同一年度開辦重劃

之廣興重劃區，因當時廣興重劃區工程遭質疑，導致義和農地重劃

區亦一併調查，造成人心惶惶，糾紛案件暴增至 1000餘件，後經重

劃承辦人員利用晚上及假日等下班時間，親臨所有權人家中耐心說

明、協調，並在重劃委員團結、無私協助下，才能於公告前圓滿解

決。 

另特別值得一說的人物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有第四分配區的

柯燈讚先生，記得重劃當時他做事很認真、頭腦又清楚，很令人讚

賞；記憶中當時有一委員之親戚於重劃後過世，柯燈讚先生已於重

劃後辦理離職並至高雄上班，雖當時交通尚不方便，他聽聞後即特

別撥冗騎機車至埔鹽喪家家中上香，此種情義相挺，十分令人感心，

更可看出農地重劃辦理期間，承辦單位與委員間之情誼，多麼深厚。 

最後針對 69年農地重劃條例未頒訂前之重劃意願調查，依當時

重劃辦法，應有 80%土地所有權人數之同意，方得優先辦理。雖第一

次意願調查未達標準，但因同意人數之土地總面積已遠超過 80%，施

再發先生及其他委員在一次機緣下與中央地政主管機關高層官員開

會討論時，經提案、爭執、溝通、建議下，終能獲得中央的認同將

土地所有權人土地面積納入門檻之考量，後來農地重劃條例之律定，

研判似有考量此次建議之方案。 

此生若有機緣願與這些當時重劃之夥伴，再一次來相逢。 

 



忍辱負重 樂觀為民 

專訪永靖重劃區重劃委員 余吉雄、賴同侖、顧珍 

撰稿者：林繼學 

過去都已過去了，當時當重劃委

員瘦了好幾公斤，重劃委員很難當。

我們正正當當照步來，人都是自私的，

那些人找一些混混喝完酒來亂。很為

難，但是為了大局，要是每個人都因

此而不做，重劃就無法進行了。分到

好的不會言謝，分到不好的現在還有

人在罵你。當時會當重劃委員，是因

為湳港村民認為是水尾之人必須出來擔任重劃委員，才照顧的到，因

為水頭如何重劃並不知水尾之困難在哪裡。所以村民才推薦我出來當

委員。重劃後排水只改善小部分，因為我們這裡水位較低，當時有要

求排水與集水分離，但我們的排水接他們的集水，而那裡正好是都市

計畫區無法改善。四鄉鎮的水都集中在這裡，上游排的出來但我們這

裡消不出去。我有陳情，政府也有派人來了解但都沒有改善。不過也

不能說重劃後都沒有改善，以前下雨淹水都要 5、6 天才會退，現在

只要 1、2 天就可退。當時派系分化，也造成我非常困擾。現在已改

善沒有邱派陳派之分了，只有理念不同之分。 

當時民國 72年距今已有 26年

之久，參與之委員大都已過世或是

年紀很大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可以

去拜訪顧珍先生，他是公所退休他

很贊成重劃。當時大部分的人都反

對重劃，因農民害怕重劃後分到之

農地比原本的差，原本是好田後來

分到的是水溝地，施工期又需一年

多，農民深怕本身利益受損，所以反對之聲音很大。當時一分地少負

擔一厘地，一分地只須繳 6000元工程費，政府給我們蓋馬路做水溝，

很合理很划得來，如果不做以後要靠個人之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所

以我們都一直鼓勵大家一定要重劃。當時政府很民主未強迫我們，大

家都同意才開始施工。重劃後有一些缺點：靠近鐵路旁之排水較差，

 
重劃委員余吉雄(圖右( 

 
永興村村長賴同崙(圖左)、賴同志兄弟(圖右) 



當時因該做明溝但卻做暗溝，將近一公里都變成道路，一旦阻塞清理

就很麻煩。整體而言，重劃後排水及交通都改善很多，房價都提升，

許多農地變更為建地也都蓋起房子，農民受益良多，帶動地方經濟價

值與繁榮。 

當時邱鄉長問我重劃會成嗎?我

回答一定要讓它成功，因印章只剩 28

顆有一半都是我的人，哪有什麼問題!

我跟地政事務所主任打賭，他嘲笑我

不會成的。當時反對的地方人士因為

有分邱派與陳派，反對人士認為原本

一甲多地變成九分多地，當然反對，

但他們卻沒想到重劃後，帶給我們的

好處。我在想為了地方繁榮重劃非成不可，我就請鄉長安排機會讓我

說明給他們聽；讓他們明瞭重劃的好處，過程非常艱辛吃了很多苦。

當然今天主題不是要談這些，不過當時確實反對的比贊成的多。我們

這裡在重劃以前每次下大雨都要好幾天才會退，現在重劃後，一天以

內就會退，道路四通八達很方便，這些都是重劃帶來的好處。當時因

派系鬥爭，專業都被政治干涉，這是我覺得最可惜之處。當時為了重

劃，我下了很多苦心，父母讓我讀書所學何用。甚至為了重劃我被調

離原單位，但我仍繼續用心協調完成重劃，不受派系政治所影響。 

 

 
退休人員顧珍(圖左) 



湳田變良地 
專訪永靖重劃區重劃委員 劉清溪、劉平順、張江夏、巫和順 

撰稿者：陳麗美 

永靖農地重劃區的田地幾乎

都是〝湳田〞，也就是整區全屬土

質鬆軟又加上排水不良的田地，可

以想像在辦理農地重劃前，農民是

何等辛苦的在自己田地上耕作！

由於當時陳厝厝排水溝是日據時

期所施設，年久失修，如何解決農

路狹窄、排水不良及減輕農民耕作

負擔等等問題乃是當務之急，當時社頭鄉公所建設課劉課長清溪(已

退休目前為 90歲高齡)擔任重劃委員，他主張農路寬度為 5米寬，另

有其他人認為 6米寬度比較符合需求，只要適合當地農民所需，以民

主方式來辦理，少數服從多數，如此一來反對聲音會比較小，最後決

定農路規劃為 5米寬度，農路拓寬了，也有了良好的排水設施，的確

帶給農民相當便利並減輕不少農民的負擔。 

和劉清溪先生互為叔姪關係的

重劃委員劉平順先生說明，重劃範

圍包括社頭、田中以及永靖部分轄

區，其中社頭鄉張厝段占最大區域，

還包括田中鎮大社段尖頭地形部分，

永靖部分則屬於員林轄區範圍，由

於重劃區緊鄰員林鎮、永靖鄉，當

初從大水溝處截取一角通往第一座

橋邊，以便銜接鄰近鄉鎮。回想重劃前召開會議，在會議廳門外聚集

反對重劃前來抗爭的農民，他們不瞭解重劃過程是民主的，遇有建築

物只要不影響重劃工程進行，會儘量保留住。 

 
重劃委員-劉清溪(圖左) 

 
重劃委員-劉平順(圖左) 



為了使重劃過程順利進行，劉平順先生還自掏腰包以當時 6萬元

時價向板橋頭一位地主購買土地，做

為截彎取直之用，他表示，雖然金額

不算多，但能讓重劃順利進行，又兼

顧人車安全，他認為很值得！這種

〝我為人人〞的胸襟真叫人敬佩！ 

另一位重劃委員張江夏先生回

想道：「重劃前的道路呈現三角形狀，

交通非常不方便，發生交通事故屢有

所聞；而重劃後地形很方正，無論行

人或者車輛往來都很方便，最重要的是行人和行車都很安全！民眾很

感念政府的德政。惟部分老一輩農民因為不習慣新闢的農路，執意要

留下舊有農路，讓更多農民感嘆留下舊有農路是失敗的措施，並婉惜

不應該把舊有農路留下，因為時代變遷，人與人之間往來頻繁，規劃

符合時代所需的農水路，才是正確的方向，個人則認為 8米寬度農路

比較適當。雖然少數人對於重劃土地的分配以及農路未截彎取直等問

題稍有微詞…然而在二、三十年後的今天，大家終於體會到政府一番

美意。大致上來講農地重劃不僅交通便利、農村景觀更優美外，更是

帶動地方繁榮的主要因素！」 

巫和順先生也是重劃委員之一，

他笑稱：那時候有劉平順、劉文順(已

經往生)和本人，三位重劃委員名字

都有“順”字，才使得重劃過程順順

順！果真有 70%~80%土地所有權人蓋

章同意，贊成農地重劃，過程大致上

來講算是很順利！重劃帶來的經濟

效益是土地價格增值，有人認為參與

重劃的土地一分只剩下 8厘，地價會下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不但

地價上漲，所有農路都鋪設成柏油路，為農民帶來利多。 

施工期間發生一段小插曲，施工範圍依照規定不得種植農作物，

農民為了地盡其用又正值年終，於是栽種菠菜，眼看再過一週就可以

採收，卻要面臨大片辛苦種植的菠菜折腰的命運，農民欲哭無淚、慌

張跑來向熱心的巫和順先生求救，經巫先生與縣政府溝通，最後農民

 
重劃委員-張江夏 

 
重劃委員-巫和順 

生 



得以開心採收完成，工程才又繼續動工，緊張一幕終於圓滿收場！ 

民國 72年永靖農地重劃開辦至今，已走過 26個年頭，重劃委員

們談起重劃過程，盡是滿滿的回憶，臉上綻放著光彩。重劃過程順利

成功，除了相關單位通力合作及委員們全力配合外，讓人感動的是縱

然曾有意見不合，最後仍放下私見以大局為重，終於化腐朽為神奇─

湳田也能變良地！ 
 


